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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害蟲小檔案—
菸甲蟲
▍楊若苓

許多昆蟲原本就生活在人們周遭，但因為體型小不易引人注意，以至於常在不知不覺中造
成危害，菸甲蟲便是一實例。牠不僅是家中常見的儲物害蟲，更是重要的藏品害蟲。牠和
人類生活關係之密切發展久遠，從 3000 多年前埃及法老王圖坦卡門 (Tutankhamun, 1332-

菸甲蟲生活史各個階段的平均體型及發育時間

生活史階段

卵期

作者改自 Edde, 2019

幼蟲期

蛹期

成蟲期

平均體型
0.39×0.18
（長 x 寬；公釐）

1 齡：1.21×0.20
2 齡：1.95×0.57
3 齡：2.47×0.73
4 齡：4.46×1.28

2.75×1.32

雄蟲：2.1×1.2
雌蟲：2.6×1.4

發育時間（天）
（25-30℃，60 ∼
70%RH 下）*

17.9 ∼ 92.0

3.8 ∼ 18.3

14 ∼ 49（壽命）

6 ∼ 9.8

﹡發育天數會因食物種類，環境溫度及相對濕度不同而有差異

保存維護

1322B.C.) 墓室中乾燥的樹脂和拉姆西斯二世 (Rameses II, 1279-1213B.C.) 木乃伊的填充物中

表一

都有牠的存在可得到印證。本文簡單介紹菸甲蟲的形態、食性和為害特徵俾供辨認，以及
70

過蛹期，幼蟲與成蟲在外觀形態和食性上可

內較不易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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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甲蟲較容易為讀者所見並能學習辨認

食物的品質，環境溫度及相對溼度而有差異，

的是成蟲階段，牠是紅棕色橢圓形的小甲蟲

蛾類（鱗翅目 Lepidoptera）及白蟻（蜚蠊目

最佳發育相對濕度為 65 ∼ 75％；在相對溼度

（約 2 ∼ 3mm，圖 1），顯微鏡下可看見其

Blattodea）造成的問題較為嚴重， 取食量大和

75％的條件下，菸甲蟲最佳發育溫度為 29 ∼

全身帶有淡黃色的細毛。成蟲的形態特徵是

繁殖速率快使其造成的危害相對可觀。其中

35℃，在儲物害蟲中屬於耐熱的物種之一。

其頭部向下彎折，與身體幾乎垂直，覆蓋在

鞘翅目的菸甲蟲（學名為 Lasioderma serricorne

發育低溫則為 15 ∼ 19℃，低於 15℃，卵不

盾狀的前胸背板下，看起來有點像穿戴著斗

(F. )，俗名為 cigarette beetle 或 tobacco beetle）

會孵化。末齡幼蟲會將食物碎屑及排泄物黏

篷。（圖 2）觸角 11 節呈鋸齒狀，末三節沒

不僅是重要的倉儲害蟲，在藏品被害紀錄上也

結成蛹室在內化蛹，大約 10 天後可羽化出成

有特別膨大，翅鞘上相對光滑沒有條紋，此

很常見，岩素芬在 2006 的報告中便指出菸甲

蟲。在臺灣一年可發生五代。

形態特徵是和其非常類似的藥材甲蟲（學名

形態特徵

為 Stegobium paniceum ， 俗 名 為 biscuit beetle

1

2

蟲是國內文獻紀錄中重要紙質檔案害蟲。 牠
的名稱固然是因為可以為害菸葉及其相關製

圖1

菸甲蟲（照片拍攝為死掉的蟲體，觸角與足都會內縮，所
以與處於活動狀態的蟲體會有差異。） 作者攝

品而來，但實際上菸甲蟲幼蟲可以取食各式

菸甲蟲的卵為乳白色橢圓形，通常被散

或 drugstore beetle）最大的差別。

產在食物表層或縫隙間，平均一週後會孵化

各樣乾燥儲糧（如中藥材、穀片、大蒜、通

藏夾帶在各式商品內，因而可被帶往世界各

成為幼蟲。幼蟲共有 4 齡，為白色或淡黃色

心粉等），動、植物性產品和包裝食品（如

地或進入家中造成危害。

半透明，全身覆有細毛，會朝遠離光線方向

肉乾、胡椒粒、香料、茶包），甚至是布、

前胸背板

移動（負趨光性）。第 1 齡幼蟲身體扁平，

紙張、書籍、家具填充物和面料等，堪稱無

菸甲蟲小檔案

有發達的足，移動能力強，會四處尋找食物

所不吃。由於其腸道共生菌可協助解毒，消

生活史

資源，第 2 齡至第 4 齡幼蟲則身體肥胖彎曲

化道具備吸收屏障，可直接排出尼古丁，減

菸 甲 蟲 是 世 界 廣 布 物 種（cosmopolitan

如同英文字母 C（和許多常見的甲蟲幼蟲一

少尼古丁等生物鹼在體內積累致毒，因此是

species），特別是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有許

樣為蠐螬型〔scarabeiform〕），隨著齡期漸

少數能以菸葉為食的昆蟲種類。牠的生活史

多危害紀錄。因為其發育過程歷經卵、幼蟲、

增，活動力會漸趨遲緩。由於菸甲蟲的卵和

各個階段（卵、幼蟲、蛹、成蟲）都可能潛

蛹及成蟲四個階段而屬於完全變態類昆蟲（經

幼蟲體積實在太小，且多半混藏在被害物件

頭部
︱ 500 mm ︱

圖2

菸甲蟲的頭部隱藏在前胸背板下，從側面看起來像是穿著
斗篷。 作者攝

菸甲蟲
—

能完全不同；表一）。幼蟲期的長短會因為
藏品害蟲中以甲蟲類（鞘翅目 Coleoptera）
、

藏品害蟲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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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除方式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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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除方式供讀者參考。

洞內側可能會塞滿粉屑，是幼蟲蛀食時產生

清潔，以及時發現異常的跡象。由於菸甲蟲

菸甲蟲成蟲喜歡躲藏在昏暗的裂隙和角

的碎屑和排泄物的混合。（圖 3）危害通常會

飛行能力很好，也可能從外圍環境飛入室內，

落，飛行範圍廣但速度慢，黃昏時活動力最

先從物件表層開始，逐漸向內及向深層拓展，

在門窗或其他開口處可考慮加裝紗網以降低

強，可以持續活動至半夜，白天或光線強烈

包裝內容物間隙越小，受害越僅限於表層。

其從外入侵的機率（網目需小於 1 公釐）。

時則較少活動，有夜間趨光及受到驚擾會假

就商品而言，菸甲蟲造成的經濟損失除了產

並可使用市售的一些監測工具對存放環境進

死的習性。成蟲很少取食，但會吃花粉和水、

品重量減輕，還會影響商品品質（例如有孔

行長期監測，如簡易黏紙陷阱、捕蚊燈、燈

糖水等液態食物，壽命從 2 週到 7 週不等，

洞、蟲體和排遺，甚至產生不好聞的氣味），

光 誘 集 器（ 波 長 為 375nm 和 470nm 的 LED

羽化後第 2 ∼ 3 天可以開始交配產卵，一隻

降低消費者購買意願，甚至其蛀屑和排遺還

燈對菸甲蟲成蟲具特殊誘引效果，前者效果

雌蟲一生約可產下 60 ∼ 100 粒卵在食物表層

可能引發消費者的過敏反應。而就藏品保存

或其附近。初齡幼蟲移動能力強，Kurup 和

而言，感染菸甲蟲除了造成物件受損，影響

Parkhe 指出 4 ∼ 5 天大的飢餓幼蟲移動距離

外觀（有孔洞、蟲體和排遺等髒汙），嚴重

習性及危害特徵

可達 195 公分， 所以可輕易自感染源向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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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佳），或菸甲蟲專用的費洛蒙陷阱（懸掛
在離地面高度約 1.5 ∼ 2 公尺時誘集效果最
佳）等，才能及時發現問題與及時處理。

幼、成蟲咬穿而不具阻擋性（圖 4），食性又

萬一真的發生菸甲蟲感染，首要是找到

危害特徵二是被害物件種類很廣；以居

雜，因而擴散污染鄰近其他物件或藏品的風

汙染源並將之清除是最治本的方法。若無法

蟲會將卵殼吃掉作為補充營養，同時獲得腸

家而言，諸如麵粉、穀物、果乾、魚（肉）乾、

險很高。再加上幼蟲潛食物件內部的習性，

清除，至少要先隔離，避免汙染持續擴散及

道內共生的微生物，幫助其合成必須營養素

花草茶葉（包）、香辛料（包）、咖啡豆、各

成蟲也喜歡躲藏在縫隙中，一般藥劑處理不

惡化。由於一般的包裝袋很容易被菸甲蟲咬

及代謝有毒物質。找到可利用的資源後，幼

式種子、貓犬飼料等乾貨皆可為菸甲蟲食物，

易完全袪除，因此常面臨即便經過多次藥劑

穿，隔離材料的選擇上以有厚度的塑膠、玻

蟲會鑽入其中取食，在被害物內穿食成許多

中藥材、處方藥丸，甚至是裝飾用的乾燥花材

處理，蟲害問題卻始終存在的困境。

璃或金屬密閉容器為佳；且在確認完全除蟲

圓柱形隧道，是造成危害的主要階段。

也在被害之列。就收藏品而言，舉凡各式乾

預防及防除建議

處理完成前，隔離的動作必須持續。針對感

菸甲蟲危害特徵一是被害物件上會有許

燥動物、植物標本和其相關製品、紙質（含

正因為菸甲蟲很難根除，所以預防其入

染物件的處理方式有冷凍（負 4℃至少 7 天），

多圓形的小孔，外側會散落許多細細的粉末；

紙張、書籍和其裝裱糨糊）、木質、塑料及

侵的工作更顯重要。最重要且有效的預防方

加熱（54 ∼ 60℃至少 18 ∼ 30 小時，溫度越

這些孔洞是成蟲羽化時咬破離開的孔洞，孔

複合材質藏品在國內外都有被害紀錄，甚至

法其實是維持乾淨（start clean-stay clean），

低加熱時間須越久），脫氧處理，或藥劑薰

可危害布料和皮革，可危害材質種類相當多

此處的乾淨包含物件（藏品）本身及存放環

蒸處理（較常使用於倉儲管理）依感染物件

元。菸甲蟲幼蟲不一定真能消化以上這些材

境的狀態。由於菸甲蟲是少數在原料端、製

的材質而定，若是一般食品乾貨被汙染，家

質而發育成為成蟲，但是損害卻已然造成。

造過程及銷售儲藏期間都可能發生感染的害

中冰箱的冷凍庫（低於負 18℃）是最便捷的

危害特徵三是其族群繁殖速度很快；一對

蟲，不是僅靠做好環境管理或除蟲作業單一

除蟲工具，被汙染的食品外面先套一層塑膠

菸甲蟲成蟲在不受干擾情形下，四個月可以產

方就能萬無一失。因此居家乾貨類食品在購

袋隔離，以透明膠帶黏貼封口後放進冷凍層

生 2000 個子代；食物充足的情形下，三個星期

入後可考慮（一）以厚質塑料、玻璃，或金

至少 7 天後再取出回溫，即可加以清理或丟

後族群數量可以變成原來的 4 ∼ 6 倍。 相同

屬密封罐收納，或（二）先進行預防性除蟲

棄；但若是收藏品被感染，則建議還是先隔

的物件會被重複感染，累積的損失非常驚人；

處理（溫度低於 4 ∼ 5℃持續 21 天以上），

離並尋求專業的協助，以免處理方式不當反

所以在藏品保存維護方面對這種害蟲入侵不

或（三）直接以低溫保存，較不易發生蟲害

對收藏品造成傷害。

得不慎。

問題。若是新入藏作品，在收納前建議應先

除了隔離及處理有感染疑慮的物件外，

危害特徵四是其擴散感染風險很高，且

做預防性除蟲處理，或至少先在一獨立空間

存放環境亦須同步進行清潔及藥劑處理，以

不易根除；菸甲蟲不論成蟲、幼蟲移動能力

套袋密封並隔離觀察 6 個月的時間，以排除

消除可能遊走或藏匿在環境中的蟲體。由於

都很好，瓦楞紙板和一般包裝材料都可被其

可能有生物感染的跡象。存放環境也應定期

菸甲蟲幼蟲在物件內部取食，成蟲也有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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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在縫隙的習性，有時一次性的除蟲處理未必

跟隨相關感染材料被人攜入居家或收藏展示

能竟功，藥劑不一定能深入到物件內部或環

環境而不自知。一般居家生活最容易攜入的

境縫隙而達到完全殺滅的效果。所以建議要

感染源如各式乾燥食品雜糧、奶粉、香料、

繼續留存的被感染物件在除蟲處理過後，應

花草茶葉（包）、中藥材、甚至是寵物飼料等，

在隔離狀態下持續觀察 6 個月是否再有新的

建議此類乾燥物料購入後可先置於冰箱冷凍

蟲體或是蛀屑產生，存放環境在消毒過後亦

庫一週做為預防性除蟲處理；或可考慮置放

需以黏紙陷阱或誘蟲燈進行監測，必要時可

在冰箱低溫保存；如常溫收納最好存放於硬

能需要重複除蟲處理及隔離監測兩步驟數次，

質塑膠、玻璃或金屬密封罐中，避免萬一感

直至無再發現新的危害跡證，才能確保處理

染時蟲子恣意擴散。新入藏品則建議應先作

效果完全。

套袋隔離檢視 6 個月，或經預防性除蟲處理
後再入藏；存放及展示環境則應盡量避免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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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甲蟲無所不吃造就牠幾乎無所不在
（ubiquitous），唯一能限制牠分布的是低溫

設、使用未經除蟲處理過的生鮮或乾燥有機
（原料為動物性或植物性）材料，以降低生
物性汙染風險。

及低相對濕度，是少數從倉儲原料端、工廠

一旦發現菸甲蟲，首要找出感染源，將

製造端到貨架銷售端，各階段都可能入侵危

之隔離並進行必要之除蟲處理後清除，存放

害的重要害蟲，具有相當經濟重要性；也因

環境亦須同步進行清潔與消毒；若未先進行

其廣食性及高擴散風險性，在藏品害蟲管理

除蟲就任意丟棄，活蟲可能肆意逃竄而造成

上屬於重要監測標的。近期的研究顯示菸甲

更大的汙染，不可不慎。若是收藏品疑似發

蟲已開始對現行採用的薰蒸藥劑（磷化氫）

生菸甲蟲感染，建議應立即隔離可疑感染源

產生抗藥性，所以未來會更著重從其生態習

並檢查其周邊物件與環境，尋求專家的協助

性及生物學特性上發想預先阻斷其發生的可

及處理，以免延誤防治的黃金時機。

能性。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由於菸甲蟲食性雜，舉凡植物性、動物
性之乾燥材料皆可能潛藏為害，因此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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